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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 

高校“优胜杯”名单 

江苏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西南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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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特等奖作品名单 

作品编号 高校名称 类别 项目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0201AY250 安徽农业大学 A 履带自走式智能热雾机 朱存玺、王韦韦、解彬彬、吴荣、王传亮 陈迎春、陈黎卿 

0202AB285 中国农业大学 A 互联网加的小型鲜米加工智能终端 张通、李卓明、郭缘、王勃蒙、李景行 郑永军、谭彧 

0204AB076 福建农林大学 A 多片锯木板智能分选整理系统 林超然、项志承、陈雪芳、徐文宏、邱博翔 叶大鹏、姜红 

0205AB180 华南农业大学 A 一种智能化的水稻精量穴直播机 陈思鹏、陈子贯、周靖康、黄逸春、杨基文 王在满、可欣荣 

0205AB185 华南农业大学 A 便携式智能环保打顶机 张镜权、赵伟伟、刘晓霞、张亦伦、黄进杰 贾瑞昌 

0211AB291 东北农业大学 A 基于视觉技术的大豆种子球表智能监测与自动选别系统 张天宇、陈鑫、邓华枢、孙笠然、徐志彤 权龙哲 

0214AB298 华中农业大学 A 智能坚果分拣装置——以板栗为例 田浩、孔滕阳、底瑛栋、崔航浩、李志奇 林卫国、徐胜勇 

0218AB229 江苏大学 A 穴盘苗移栽气力自适应顶钵松脱装置 叶梦蝶、翟晓南、张飞、赵慧敏、刘江波 韩绿化 

0218AB319 江苏大学 A 高架栽培配套草莓苗全自动移栽机 李男、高杨、周昕、居锦、李茂 刘继展 

0218AY257 江苏大学 A 智能变量喷雾机器人控制系统 高彬、刘加林、刘琳、张炳南、朱嘉慧 刘慧 

0229AY382 青岛农业大学 A 多功能动力作业平台 刘晓东、苏鑫、毛天宇、张宁、蒋爽、胥南 王东伟 

0235AY064 塔里木大学 A 一种机器视觉的自动调速落地红枣收获机 鲁兵、刘超吉、刘鹏、刘增煌 胡灿 

0204B103 福建农林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辜诚杰、林辉煌、陆麟麟、缪树峰、王明华 魏萱、谢立敏 

0214B346 华中农业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陈文峰、张宏伟、章宏易、张登、李东臣 刘浩蓬 

0214B369 华中农业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白洋、李永泽、王俊泉、郦志浩、马骁 李路 

0240B053 西南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李林安、李昕原、韦科、孙碧云 张济龙、樊利 

0222C199 沈阳农业大学 C 大蒜种植定向装置 张超、孙乃威、赵梦宇、梁云东、邵志江 白雪卫、何凤宇 

0226C277 山东农业大学 C 双介电参数式谷物含水率在线无损测量装置 宋华鲁、高天浩、陈超科、宿佃斌、张森彦 李法德、闫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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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一等奖作品名单 

作品编号 高校名称 类别 项目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0201AB233 安徽农业大学 A 远程遥控式智能喷药机器人 曹玮鑫、汪鹏、李东坤、张金砖、吴彦铮 陈黎卿 

0201AB237 安徽农业大学 A 养殖场子母式人员通道智能消毒管理系统 侯学恒、裴雅静、晏亭 周平 

0202AB214 中国农业大学 A 一种可应用于农间机械的均匀喷药智能控制装置 赵明伟、王敏骁 仲崇山、孟繁佳 

0202AB276 中国农业大学 A 高压脉冲电场对植物营养液循环杀菌的装置 范喆、刘家润 王一、仲崇山 

0202AY283 中国农业大学 A 带有主动稳定性控制功能的自走式果园升降作业平台 许苗、孙冬、王禹、潘越、严硕 王新 

0204AB082 福建农林大学 A 多规格全自动木板码垛机 陈哲、蓝兆伟、李杰、林南靖、方泽超 董楸煌、邱荣斌 

0204AB088 福建农林大学 A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烟粉虱诱集监测装置 范玉磊、彭小燕、熊进涛、胡姣 何金成、张亚峰 

0204AB089 福建农林大学 A 自适应精准鲜莲子智能剥壳机设备 林毅鑫、张俊、范泽泽、邹剑霆、吴伟杰 何金成、梁诗华 

0205AB134 华南农业大学 A 基于 CCD 的节能型猪场自动清粪机 梁国明、伍权春、陈星、刘子阳、卫炳霖 梁莉、张铁民 

0205AY366 华南农业大学 A 农资仓储智能叉车平台 赵俊宏、王飞仁、林小娟、韦鉴峰、阮清松 吕恩利、王昱 

0207AB394 河南科技大学 A 适用于多种穴盘钵苗移栽的智能机械手 杜壮壮、谢国旺、苏鹏、薛金丹、张彬 王俊 

0208AY385 河南农业大学 A 全智能喷洒、喷药机 汤亚东、吕风朝、马帅超、杨晨、段红艳 余泳昌、李保谦、李祥付 

0209AB1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A “阳光水利”农田灌溉及供水系统 赵梦晌、刘攀、张天宇、吴兆磊、伍心 李新凯、李延频 

0211AB204 东北农业大学 A 智能农田地形信息自动监测系统 唐金科、李晋、张宝鹏、汪雨晴 刘冬梅 

0211AB332 东北农业大学 A 电动式指夹排种器 封纪港、李贵宾、刘亚儒、夏希林、徐源 刘立意 

0212AY299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A 智能气相旋转管壳式换热机组 刁显琪、李海龙、唐政林、陈竹筠、唐婧 万霖 

0212AY300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A 植保无人机精量喷雾控制系统 廉琦、薛龄季轩、谷沛尚、刘亚光、兰珊 谭峰 

0212AY317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A 水田复式整地机自动调平控制系统研发 于志成、白钰、吉辉利、刘洪利 王熙、庄卫东 

0214AB153 华中农业大学 A 苹果发泡网套包装机 白旭、韩方方、文磊、李建宁、周雄飞 陈红、鲍秀兰 

0214AB401 华中农业大学 A 池塘养殖船手机 APP 检测自动导航系统 李井露、孙尧、阮涛、郑朝霞 丁幼春 

0215AY168 湖南农业大学 A 智能移动式植保无人机服务站 曾勇、廖勇、陈益千、林洁雯、于海潮 向阳 

0217AB172 吉林农业大学 A 智能喷药机 闻七男、赵蒙蒙、张永德 付大平 

0218AB358 江苏大学 A 草莓园实时监控数据采集车 燕向德、魏迪、刘文学、韩静、白冬阳 徐雷钧 

0218AY209 江苏大学 A 白芹高效壅土装备研发 靳伟、缪福福、李政、刘晓霞、薛珂 袁浩 

0220AB111 南京农业大学 A 果园多通道红外对靶风送雾化器设计 吴永栓、程欣、陈海婷、吴梦阳、洒西静 邱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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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AY110 南京农业大学 A 便携式稻种发芽率检测仪 梁芯瑜、李奇生、黄尔齐、王新宇、王家鹏 卢伟 

0222AY102 沈阳农业大学 A 基于无线远程控制技术的循迹农药自动喷洒作业车 金彦、冯帅、白宇、李赫、张家彬 陈春玲、罗岩 

0222AY122 沈阳农业大学 A 基于机器视觉的苹果智能检测分级系统 石瑞瑶、赖兴涛、张安康、张耀辉、李顺心 田有文、苗腾 

0225AY225 山东理工大学 A 马铃薯智能入库堆垛系统 孙景彬、李栋、许英超 王相友、李学强 

0226AB242 山东农业大学 A 智能棚架式鲜食葡萄采摘分级一体机 张同星、成杰、王复涛、刘兴隆、刘斌 刘平 

0226AY211 山东农业大学 A 爬树修枝机器人 辛振波、田丰硕、陈宝林、郝明 苑进 

0231AB14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A 智能温室喷药机器人 张津阳、王帅、赵建东、崔振权、孙意凡 史颖刚、刘利 

0231AB15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A 油白菜打捆去根机 李涛、张凯、任振华、苏鹏飞 石复习 

0233AB127 四川农业大学 A 草莓立体栽培设施的研究与创新 王润、王庭钰、管陆双、张进 漆向军 

0233AY284 四川农业大学 A 丘陵地区无人机悬挂式水稻螺旋直播机 周龙、李蒙良、苟青山、张刘炜、吴竟竟 伍志军 

0234AY335 石河子大学 A 基于电气伺服控制的穴盘苗自动移栽机 杨萌、孙胃岭、唐海洋、马锐、赵宏政 曹卫彬、刘娇娣 

0236AY144 新疆农业大学 A 红花花丝采收装置 夏广宝、杨文奇、郭彦克、徐阳、刘希光 韩长杰 

0240AY312 西南大学 A 小蚕共育自动饲养机 康康、邓兵、汤自强 张建军 

0204B094 福建农林大学 B 果园施药机器人 谢艺鑫、张铭耀、李玲、张旭、林晗 叶大鹏 

0204B098 福建农林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康伟强、苏赟、曾燕梅、林柄宏、陈赟杰 方兵 

0204B099 福建农林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林铭益、陈志伟、王云城、杨龙辉、洪培瑶 董楸煌、赵芳伟 

0204B104 福建农林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李哲宇、郑建梅、傅荣达、程千晟、郑蓉君 黄文城 

0205B138 华南农业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竞技 李嘉晋、曹拯、雷会深、方奕、梁建威 贾瑞昌 

0214B337 华中农业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王书博、何璇、童希、李志奇、蔡澄汉 宗望远 

0214B345 华中农业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杨振宇、陈娟、许卓群、王金铭、胡振国 徐胜勇、卫佳 

0218B353 江苏大学 B Courager 邢高勇、苏光灿、杨铖、张凯旋、睢旸 毛罕平 

0218B374 江苏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徐舒其、李静、卢栋、许昊 刘慧 

0240B032 西南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胡杰、田威 蒋猛 

0240B059 西南大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任益伟、杨如兵、刘俊灵 何培祥 

0213C152 佳木斯大学 C 圆捆打捆机智能控制系统 洪宇轩、孟庆祥、李建军、邹君、杨阳 姜永成 

0218C336 江苏大学 C 农机车载摄像头图像识别 田杨鹏、罗壹航、晏涛、黄杰、徐先宝 沈跃、徐占东 

0218C376 江苏大学 C 利用可降解薄膜实现纵向等距送秧的插秧机送秧机构研究 徐贵生、孙申鑫、陈舟、冯欢、郭鹏明 何志霞、徐志祥 

0240C226 西南大学 C 农机管理 APP 冯麟稀、卢仕进、徐永健 蒋猛、邹显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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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二等奖作品名单 

类别 项目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A 微型马铃薯智能化自动计数装备 李佳伟、李林林 李世岩、杜志龙、尹学清 

A 巨菌草粉料自动打包机 李健、林净峰、兰之乔、杨龙辉、杨国斌 张德晖、林长山 

A 结绳式固着型贝类采苗器及其自动化生产装备 陈志伟、吴鑫龙、林炳宏、杨治超、李剡钗 曾伶、李海芸 

A 无人驾驶巨菌草概念种植机 黄世勋、李振嘉、林耀华、黄文乐、叶强 郑书河、林长山 

A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智能揭膜机 高建祥、廖传深、胡辰昂、郑俏俏、陈观涛 张德晖 

A 基于机器视觉的巨菌草种智能制备装置 方钊、王强、张亚峰、张俊、吴乐园 郑书河 

A 用于农业无人机激光实时传电的跟瞄系统 黄敬易、胡琦禹、陈丽颖、苏吉贤、刘思林 张亚莉 

A 一种适用于山地果园的微型履带运输机 张伟、张成、杨晓彬、姬兴、郑鹏淋 吴伟斌 

A 一种双垄单行多功能马铃薯精播机 陈林涛、陆强、刘春波、安沛 马旭、陈学深 

A GNSS 控制的无人直升机种子撒播装置 宋灿灿、姜锐、李克亮、张盟、徐岩 周志艳 

A 基于物联网的荔枝园模糊控制专家决策系统 余国雄、胡国胜、黄亮健、陈文达、莫昊凡 谢家兴、王卫星 

A 基于水果的智能紫外光催化分解乙烯装置 杨培君、黄权锋、卢明剑、郑灿萍、姚嘉鑫 赵文锋、杨洲 

A 温室小型智能多功能生产运输车 卢文艺、邓政、林群富、黄文开、高伟斌 马稚昱 

A 仿乌龟翻转机器人 马田乐、郭超、陈豫、牛源艺、汪奎 张伏 

A 自调平作业平台 刘冲、于光辉、杨普、张展硕、孙嘉璐 庞靖 

A 浮动式仿生玉米脱粒机 熊师、孟亚娟、马磊 李心平 

A 利用生活垃圾生产有机肥的智能发酵装备 刘云鹏、夏云飞、仝振伟 张秀丽、李保谦 

A 农业智能无人艇 母庚鑫、杨旭、刘宇建、时铭慧、张盼盼 陈建明、郭香静 

A 黑龙江地区玉米粮仓监控系统 李慧、张劲松、张金先、王思安 李滨 

A 高精度土壤圆锥指数测量分析仪 刘镇业、马悦、任国强、徐哲媛 王德福 

A 智能动态水稻生长过程展示模型 孙会鹏、王紫玉、王淼、沈晓飞、王宗祥 梁春英 

A 钵苗移栽机全自动供苗装置 樊琦、亓立强、候永瑞、王颖倩、何冯光 张伟 

A 气吸式播种机排种智能电控系统 戈天剑、张博、赵雪、王莉薇、杨长江 赵斌 

A 智能气吸式电动精密排种器 李芮、杨柳、段宝成、许雯晴、曲洪潮 衣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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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目视觉丝杠式番茄采摘机 龙刚、邱茂、付震宇、张志帅 李亚芹 

A 农业生物质锅炉物联网控制装备 孔德功、朱光强、梁秋霖、王丽丽、马佳宇 马晓君 

A 喷药机喷药高度智能检测与修正设备 方勇健、单琪凯、谢家垒、梅杰、田野 朱世伟 

A 红外-热风联合果蔬干燥装置 陈保君、白冰、陶长春、赵阳、张宁宇 陈思羽、刘春山 

A 全自动菌落智能计数装置 欧晓东、李韫哲、杨振宇、陈文峰、王自唱 冯耀泽、刘浩蓬 

A 球形水果分拣包装机 李沛隆、胡孝刚、杨宏、刘生锐、肖振威 孟亮、鲍秀兰 

A 核桃剥壳机械手 王思宇、胡成、王智勇、曹承钰、代淑芬 熊利荣、黄伟军 

A 基于模糊控制的西瓜栽培温室远程智能监控系统 漆昌桂、樊一尘、李茂、宫雪、吴太晖 林卫国、黄远 

A 基于全景视频的遥控拖拉机控制系统研究 舒鑫、李泽、周书娴、杨马军、艾梦婷 蒋蘋、胡文武 

A 物料摩擦角测试仪 胡志勇、郭宇翔、刘扬旸、周潇、刘斌 罗亚辉、石毅新 

A 一种具有药液浓度监测和自主混药功能的植保药箱 王东旭、贾永潭、邝柏林、马婧、吕昊宸 齐江涛 

A 设施农业果蔬采摘机械手 李永强、谢龙、周思路 肖英奎 

A 线性移动式 3D 土壤扫描仪 付奇奇、董平、杨天阔、李云超、赵子赋 袁军 

A 用于温室作物信息针对性检测的机械臂 吴承超、孙贻新、仲维鑫、陈军毅、李宇 张晓东 

A 蛆粪分离多维振动筛的设计 刘小明、张梦启、郭建伦、赫明胜、丁建华、陈嵘 杨启志 

A 基于红外光的植物水分探测成像平台 张华、王晓兵、李梅、诸言、张庆 徐雷钧 

A 打结器性能检测与可靠性试验台 汲峥、王新新、朱浩、吴启斌、陈永河 尹建军 

A 履带拖拉机智能控制装置 张杰、陈彪、刘存昊、解炬、张旭培 商高高 

A 超声波显微成像系统 赵号、吴胜斌、薛瑾、刘泽宇 邹小波 

A 新型无土栽培设施及作物根区温度调控系统 蒋斌、宋俊伟、刘晓凯、沈雪金、宋琦 魏新华 

A 基于物联网的微型植物工厂智能控制系统研制 卓敏敏、谭洁、魏轶凡、徐超、宋得欢 毛罕平、左志宇 

A 鱼塘工业化养殖智能曝气推流系统 王鑫伟、庞庆龙、朱嘉炜、王莉、吴国桥 蒋小平、施卫东 

A 基于机器视觉的蔬菜黄叶分拣机器人 周涛、杨杰、任思远、秦超、夏恒永 邹修国 

A 基于 FPGA 的母猪产前行为识别系统 王紫烟、黄舒颖、陈相仲 刘龙申 

A 基于静电离心雾化技术与路径规划算法的精量施药无人机 邹凡、田源、钟威、王振豪、吴雨璇 肖茂华、余德贵 

A 即熟型 3D 食品打印机 徐茜、张佳菲、胡海阳、顾存昕、赵卓然 张祎 

A 大棚便携式除草机 王清清、徐彬彬、石新宇、姚万庆 张海军、钱进 

A 智能精量播种控制及漏播监测系统 赵天才、郝向泽、赵明明、何丽楠、李京隆 何瑞银、李询 



  7 / 17 
 

A 智能化茶叶红外杀青机 陆智臣、田院超、张一帆、黎涛、王彩彬 吴瑞梅、徐谐庆、何国泉 

A 基于 Labview 的猪舍环境智能监控系统设计 刘辉辉、田院超、黄超强、蔡涛涛、李茹 刘仁鑫、艾施荣、吴彦红 

A 可控 LED 苗床精准补光控制系统-沈阳农业大学李征明 谢卿豪、王宇宸、王维良、毛晓丽、王宏 李征明 

A 水稻盘育秧起运机 迟博文、郭宗奎、王雷、宫慧霞、陈杰 辛明金 

A 蔬菜打捆机 矫文桥、裴娟、张衡、杨洋、徐丽涵 辛明金 

A 果蔬品质无损检测系统 裴军强、冯雨龙、王芳、刘诗曼、张研 宁晓峰、宫元娟 

A 智能化排种器性能检测试验台 解春季、牛丛、李克涛、刘培伟、高磊 耿端阳 

A 基于可抛弃电极的果蔬农药残留掌上快速检测仪 史召强、侯文杰、刘增宁、符家昀、沙琳强 郭业民 

A 基于上位机和数据库系统的冷库果蔬运输车 赵鑫、刘光栋、李增然、隋军鹏、赵术通 丁筱玲 

A 块状物品清洗机 高洪印、李晓晨、王祎、孙延东、王国平 赵立新 

A 基于 STM32 的小区育种精量播种机 张建波、郝太阳、孙邦贺、马军迪 李玉道 

A 智能化精密控制气流扰动防霜机 王一峰、朱慧超、齐洋、刘祥港、王凯歌 张晓辉、丁筱玲 

A 基于机器视觉的番茄收获机器人 王程龙、彭长伟、周一鸣、李超男、杨正玲 王长春、解福祥 

A 自动玉米追肥机 蔡文秀、彭安虎、刘金城、柳静 王林平、邢恩辉 

A 智能昆虫计数装置 李雨欣、梁权、孙昊、白云飞、李峰 吴锴 

A 基于无人机航拍的棉花产量评估系统 邹昆霖、金作徽、杨曦、庞宇杰 张若宇 

A 基于 WEB 的农业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 张冰、陈钊、孙亮亮 张天顺 

A 实现自动行驶的智能田间道路搬运车 孙红伟、黄雪燕、王小娟、王铭枫、徐俊杰 李云伍 

A 联合收割机作业状态在线监测系统 卢腊、刘波、张可超、刘岳东、邝俊澎 刘妤 

A 蚕茧制种智能切削装备 徐国庆、赵志雄、罗石林、胡琳 杨岩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刘旭快、周磊、王记文、叶明 宋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王二锐、姚琦、楚振伟 宋彦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孙誉宁、韦溟、钱昆、江旭东、胡宇翔 周平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曹金浩、简锦坤、许行、练开明、林韩彪 罗志聪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林耀华、黄世勋、黄文乐、陈雅晴、杨国斌 郑书河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林长山、邱荣斌、杨薇、王强、冯荣华 何金成 

B 智能避障喷洒小车 林星、翁继超、洪伟星、阮增雄、杨菁 李海芸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江涛、骆佳成、吴硕、司马攀科、陈友庆 谭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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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余承超、贺坤、王晓晓、姚香平、杜金财 尹建军 

B 田间行走机器人 黄吉武、张世义、龙友能 张浩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杨金波、郭一嘉、陈嘉尧、谢亮亮、袁敏峰 杨宁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徐晶、刘子文、蒋斌、沈雪金、吴姝 李晋阳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卢林、沈建炜、陶春鸣、宋俊伟、陶涛 李林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竞技 郭阳鸣、杜晓月、朱城城、刘子璇、殷越 卢伟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竞技 秦超、周涛、杨杰、任思远、魏良状 邹修国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任乔牧、李杰、朱鹏、戴其宝、姜立明 林相泽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杜相龙、王天昱、余超、冉代其 丁珠玉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钟焱、黃桢、陈延林 钱晓胜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李怡、王代锐、黄礼凡、雷鹏 邹显春、李华英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吴健新、潘建 张建军、唐明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竞技 胡友呈、滕举元、张哲、刘艳平、毛方东 杨岩、杨长辉 

C 谷物含水率在线无损测量装置 刘佳美、张东、李防震、王剑锋 谷志新 

C 农机作业耕深监测系统 张振东、王梓名、马超、张悦 乔金友 

C 肥料箱及种箱中物料存量检测与报警装置 谢海量、刘清忆、张玉红、胡博、薛钊 齐江涛 

C 圆捆机草捆密度监测装置 刘超、汤建华、徐修祝、汤明明、徐李 尹建军、陈树人 

C 拖拉机力位控制悬挂创新装置 李宇翔、吕天远、谢为、王凡勋、杨俊杰 施爱平、徐占东、左志宇 

C 温室微环境巡检机器人 郭阳鸣、杜晓月、朱城城、刘子璇 王玲 

C 大蒜定向种植装置 孙毓、何思禹、吕游、李云祥、隋宽鹏 秦军伟、白雪卫 

C 融合激光与声音的智能仿生驱鸟器 曹明辉、张景禹、郭鑫、陈化兴 解福祥、宋健 

C 温室微环境巡检机器人 陈明明、刘鹏伟、陈达、张羽、桑艳艳 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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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优秀奖作品名单 

类别 项目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A 养殖场家畜粪便智能捡拾分离机 方婷、金浩、安敏慧、田子翔 周平 

A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家庭植物工厂栽培系统 陆民伟、徐昕宇、刘帅帅、童雪婷、刘欢欢 张顺、李兆东 

A 装载量检测装置 邓茂瑞、孟媛媛、张景、杨梦影 刘路 

A 果园自走式精准喷药装置 钱昆、章涛、韦溟、白雪、斯贝贝 刘权 

A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土地整理耕地管理系统 褚护生、胡号、杜帮松 印崧、夏萍 

A 智能仿生驱鸟飞行器 刘子腾、李卓阳、汪思源 仲崇山、孟繁佳 

A 无人机机载种子播种装备 王梓宇、蔡伟、张雨琛 陈建 

A 智能农田病虫害信息检测飞行器 郭子河、吉佳良、刘旭、陈晓东、郑铭 方兵、王强 

A 农业翻抛机专用的运载用移载车 林捷、郑荣华、许明、林慧容、卢瑶 何金成 

A 切刀下置式莲子剥壳机 吴凯、王海鹏、王明达、陈雨、宋耀鹏 朱亨银 

A 烟杆刀辊拔除机 黄胤平、康坤煌、莫任维、刘少榕、杨育文 郑文鑫 

A 智能咖啡烘培机 朱寿清、江家钦、罗耀宇、罗微、吴桐 吴传宇、吴传斌 

A 太子参收获机 龚健枫、陈堂、潘仟仟、兰仲桐、李南鹏 陈学永 

A 一种频率和振幅可调的新型农用振动挖掘机 张宁、徐航煌、邓志鹏、翟永全、许云龙 陈学永、胡立华 

A 基于 WIFI 和数据融合技术的远程蜂箱管理系统 冯奇杰、李澍源、兰家祥、曾明海、余文泉 林寿英 

A 基于带式切割的贯流收集的智能采茶机 李嘉晋、曹拯、雷会深、方奕、翁文敏 贾瑞昌 

A 基于 STM32 的气压式三轴风速传感器装置 叶伟鑫、李思嘉 李继宇 

A 水田机械除草机器人 李志航、吴盛钦、吴华金、林文超、杨洁真 胡炼、曾志雄 

A 静压式辣木籽脱壳机 林楚越、廖宇凯、陈守敏、颜镇城、汪子钦 闫国琦 

A 基于物联网的农村重要农资仓储环境监测装置与系统的设计 陈文彬、王永华、李伟民、高鹏、曾流文 谢家兴、吕恩利 

A 基于二维激光雷达的视觉引导的果园自动装卸系统 卓洁纯、陈焕焕、侯晓捷、陈润泽、刘世铨 陈雄锋 

A 基于 PLC 和组态技术的温室智能控制系统设计 钟晶莹、徐洪钜、麦添富、陈晓英、陈鑫 漆海霞 

A 基于 APM 飞控多种搭载机构的三轴农业无人机 梁文钰、陈恺、肖振、林锦豪、田晋峰 李继宇、兰玉彬 

A 一种小麦秸秆圆捆打捆机 陈彬、邢绪坡、林少敏、曾广智、王聪 马旭、齐龙 



  10 / 17 
 

A 一种机械振动式荔枝采收车 杨益彬、丘广俊、张震邦、李鹏飞、虞新新 李君 

A 多光谱 LED 植物光源的光质智能调控系统 唐键强、宋建兴、高一华 马稚昱 

A 生态植树机 余学文、苏洪毅、张镓文、林康佳、刘俊杰 施俊侠 

A 钵杯育苗自动精确灌溉装置 刘少杰、陈新辉、姚昊明、王宗帅、张亚丹 金鑫、高颂 

A 基于虚拟仪器的犁体外载六分力测试系统设计 张小利、胡广、许豪、赵瑜、陈哲 贺智涛、王俊 

A 双摇臂式智能履带车 张骞、张清晨、汪洋、马童童、薛倩瑶 庞靖 

A 温室内环境智能监测调控系统 王景林、向阳、刘艳、毕玉 金鑫 

A 穴盘育苗智能管理系统 许子和、张洋、李鹏鹏、刘东、邓科龙 杜新武、邱兆美 

A 智能花盆 彭林、黄嵘彪、魏德璐、刘君钰、李晓阳. 高颂、杜新武 

A 一种家用大蒜剥皮机 于亚飞 李心平 

A 农业无人植保机 高利功、王乐乐、杨志东 何玉静 

A 可调节喷杆式智能航空喷药机 刘道奇、董慧锋、安雪、张帅军、秦超彬 余永昌、李赫 

A 农业自动控制播种装备设计 敖鸿飞、杨军、杨延兵、王志卓、吴航 刘新宇 

A 便携式全向测速仪 马跃涛、王立文、袁瑞、李秦月、侯青青 王亭岭、赵明明 

A 基于风光储的农田灌溉及蛾类昆虫捕获系统 惠志磊、朱鹏艳、刘万康、胡何娟 顾波、李延频 

A 麦粒内部害虫多光谱图像无损检测系统 李德伟、常艳、裴震宇、许帅涛、刘迦南 张红涛 

A 农业温室低功耗智能监控系统 王文雨、崔翔、肖扬 谷志新 

A 基于鸟粪石法氮磷回收气动曝气与机械搅拌总成 邹杰鑫 公维佳 

A 东北地区农村住宅供暖节能控制装置 罗泽军、张昊天、李孟昕、白钰、肖文哲 张影微 

A 薯类及谷物特性指标自动测定仪 郑桂杰、李平安、张俊波、张增、丁林林 刘冬梅 

A 面向多种异形果菜的智能分选分装系统 张传彬、周浩、程攻、肖术明、孟祥生 权龙哲 

A 搭载苗带追踪系统和变量型对靶喷施系统的除草机器人 李博、姜树谦、贾海文 权龙哲 

A 基于最小二乘法算法结合无线传感器技术的粮仓火灾预警系统 刘传宝、姜志远、魏晨阳、刘鑫、李孟昕 张影微 

A 农作物生长状况球形探测器 陈词、乔雅静、周浩、王建森 权龙哲 

A 基于传感网与互联网融合的田间土壤多层温度信息监测系统 俞强、韩宗昌、王晓宇、李冰洁 刘冬梅 

A 基于平行四边形铰接伸缩机构的采果剪 刘鑫、姜志远、赵文娟、那华、刘传宝 张影微 

A 农畜业智能通风换气系统 赵文娟、刘鑫、姜志远、那华、魏晨阳 李晶宇 

A 农作物生长监测及补偿控制系统 沈晓飞、任年振、李海、王天航、连木三 汪东欣、石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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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农作物籽粒烘干防烫伤与自动称重托盘 候永瑞、樊琦、亓立强、何冯光、王颖倩 张伟 

A 智能装备控制喷施系统 唐婧、唐政林、刁显琪、管迪、李海龙 车刚 

A 圆盘立式育秧土搅拌试验机 侯善策、田鑫、张深远 解恒燕 

A 基于纸质钵育移栽技术玉米移栽机分苗机构 宋玉洁、付强、赵明明、郭建永、常传义 胡军 

A 全自动卧式秸秆精准智能发酵设备 冯康、马艳茹、孙文杨、初金哲 王黎明 

A 智能化旋转式育秧架 李海亮、严晓丽、梁琦、孙海天、尧李慧 汪春、于海明 

A 拖拉机驾驶模拟器的设计与开发 常传义、付强、尚吉星、赵明明、李宇飞 胡军 

A 装载量检测装置 戈天剑、赵雪、陈金、王莉薇、李芳 赵斌 

A 固定源通道稀释采样装置 赵旭、张芙娴、胡鑫、赵琛 郭占斌 

A 基于云平台的棚室远程监控系统 姜珊、冷小梅、李冬、于洋、韩国鑫 谭峰 

A 可配比式变量施肥智能控制系统 陈金、肖跃进、李抒昊、郑雯璐、王晓伟 赵斌 

A 玉米根茬根土分离断切机 齐笑月、王琪、李春雨、杜瑶瑶、陈阳 邵东伟、姜东华 

A 智能型循迹避障田间行走机器人 王琪、张洪宇、周华剑、齐笑月 葛宜元 

A 智能破膜机试验台 张成男、白绍帅、刘天龙、马崇金、桓清翠 李亚芹 

A 智能稻草人瓜田无人监控系统 李彤、王震、韩璐瑶、安炳旭、孙绂严 牛国玲、张艳丽 

A 喷药机喷药架智能平衡设备 鞠梓文、林吉照、王智景、张贺忠、张拂晓 张艳丽 

A 可调式起垄器 李元劼、高飞、路遥、张可金 张金波 

A 农用遥控飞机 王路遥、张英宝、关勇、王志刚、刘旭 郑思严 

A 电动大田作物表型信息采集移动光学平台 许卓群、吴凡、刘金、肖振威、陈文峰 徐胜勇、刘浩蓬 

A 基于无人机的农田信息采集系统 周棚、黄浩、俞贤桥、张鹏、叶海军 黎煊、龙长江 

A 葡萄园农业环境监测与控制系统 杨希文、谢凯、龙莉霞、林伟 胡文武、蒋蘋 

A 多旋翼超低量喷雾飞行器控制系统 纪友州、徐舒淇、龙友能、孙志伟 沈跃、徐占东 

A 面向监控违法燃烧秸秆的巡视无人机 谭华军、李鱼强、赵杨 秦云 

A 基于旋转阵列式微反应的便携式水产品农残检测系统 李振、孟少伟、夏扬豪、李镇江、封浩 杨宁 

A 轻小型平移式喷灌机组的设计优化 万景红、张林国、胡广、李扬帆、周小引 朱兴业 

A 基于激光对靶技术的自走式风送静电喷雾机 周慧涛、申彬、颜杰、李信、张杨 贾卫东 

A 背负式智能瓢虫喷射装置 杨月星、陈成功、罗莉君、石硕、韩亚 邱白晶 

A 可拆卸无接触冲击式大棚薄膜清洗装置 王禹轩、令长兵、刘玲玲、绳远远、李泳霖 钱进、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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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于光谱分析的叶绿素测量仪及叶片图像处理一体机 刘洋、张玲玲、房磊、李帆、周早 孙国祥 

A 基于机器视觉的玉米穗产量测量软件 高启、龚成杰、周军、吕苏 李毅念 

A 基于温室大棚巡视管理的自适应足式机器人研发报告 史航、王阳、郭文静、李杰、杨浩 章永年 

A 智能化母猪分娩检测和保育系统 何灿隆、李嘉位、陈佳玮 沈明霞、刘龙申 

A 母猪产前自动化预警系统 施宏、杨稷、范睿 沈明霞、刘龙申 

A 温室自动采摘机器人 张月伟、郭阳鸣、杜晓月、朱城城、刘子璇 卢伟 

A 果园管理机械遥控行走装置 张月伟、王新宇、王家鹏、赵亚玲 卢伟 

A 空中农业无线传感网环境监测系统 李鑫、易金、刘文达、卢秀琳、肖文 曹英丽 

A 大田畦灌控制系统 戚瑞丰、张凌冲、孙宇航、金忠博、朱治索 白晓虎 

A 多功能投饵渔船 荆云琪、吕星晨、杨文庆、曲晓伟、秦嗣牧 赵刚 

A 一种新型履带式小麦收割机 刘富远、李天客、李瑞、许晓丰 赵鲁华 

A 智能循迹农用车 石倩千、何新宇、盛书哲 刘志海 

A 田间巡检机器人 阚常凯、陈京邦、许彤然、曹宇、王宏斐 曹冲振、王凤芹 

A 蒜薹收获机 张昌超、崔宝聪、董世杰、于文凡、张振 蔡善儒、范东凯 

A 水田植保无人船 张兴鹏、李金浩、杨腾翔、贝鑫炫 印祥 

A 大蒜定向种植试验台 崔志超、徐陶、李宁、马伟童、孙倩 宋井玲、蔡善儒 

A 上拉切茎掰穗式玉米收获试验台研制 徐文腾、崔欣、秦纪凤 赵静 

A 夹持式智能打顶装置 杨庆璐、戚武振、王永振、高凯 范国强、张晓辉、刘双喜 

A 智能式四槽轮变量配比配肥机 孟德兴、王少刚、周盛祥、韩守强、盖顺华 闫银发、李玉道 

A 新能源多功能大棚蔬菜运输机器人 刘风顺、杨帆、张家坤、赵学华、李鹏飞 解福祥、宋健 

A 养殖大棚内环境智能绿色调节装置 杜凯凯、彭长伟、陈化兴、曹明辉、龚琦 宋健、王长春 

A 4PG-156 型苹果采收机 吴彦强、王瑾、张宁 张静 

A 4GL-300 型甘蓝收割机 高庭耀、郭泽敏、程晓甜 张秀全 

A 4HZ-30 型红枣采收机 苏鹏、杨帅、杜江涛 王七斤 

A 遥控式小型电动玉米播种机 蒋洪一、刘洋、赛华阳、李翰文 院李卫 

A 声控果园中期管理物料转移平台 李明、沈皇、王长宏、余超、雷献明、王强 史颖刚、刘利 

A 新型大棚棚顶自动清理机 赵琦芳、高丹、龚刚乔、杨乐 伍志军、代建武 

A 智能玉米精量播种器 王小松、冯济桥、王倩、程登慧 吕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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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力传感和机器视觉信息融合的干瘪核桃在线检测装置 金作徽、翟志强、韩超锋 张若宇 

A 基于图像监测残膜分布的可调速钉齿式耕层残膜回收机 张攀峰、张津祯、郑浩 王旭峰 

A 秸秆自动化铲除机构研制 周春霞、张曦、周阳、龙云、段廷亿 谢守勇 

A 烟草智能定点定量浇水机 张拓、黄琳、税云秀、陈亚洁、邹文江 机械、刘妤 

A 小型嫩桑联合收割机 王伦维、张雨晴、付舜、刘羽平 杨岩 

A 农机车载摄像头图像识别 李扬、胡友呈、周西福、徐梓翔、付莹莹 杨长辉 

A 多功能田园管理机 张哲、余俊炜、张红、封凯迪、马冀桐 杨岩 

A 温室智能移动平台 毛方东、张茂、刘艳平、刘洒 王毅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白雪、陈涛、斯贝贝、安敏慧、刘政 马宾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赵勇、宋爽、刘祖辉、陈杰松 曾伶 

B 基于 STM32 的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李志航、林文超、吴华金、杨洁真、邱汉 张霞、邱冠文 

B 园果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AL-SPRAYING 吴盛钦、梁敏健、谢瑾泽、林江涛、曾德杰 刘辉、邱汉 

B 超声波智能避障红外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卓洁纯、陈焕焕、侯晓捷、陈润泽、刘世铨 刘月秀 

B 果园自主巡航对靶机器人 凌晓斌、李志鹏、梁文杰、钟前康、彭勇兴 赵新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许泳翔、颜振城、林泽帆、郑家乐、廖宇凯 漆海霞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王明、周遵宝、杨锦辉 梁春英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李海、王显星、张鹏、肖跃进、尚吉星 张福军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竞技 李元劼、高飞、路遥、孙金龙 张金波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严鹤彭庆王童姜震左罗 高大新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竞技 冯思语、张晨、赵启蒙、陈伟、查志豪 孙智权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研发报告 王洪龙、季伟、杨仁聪、李妍衡、徐梦莹 缪璐婷 

B 垄间喷雾小车 严超、张铭、石旭、杨欧翔、汪航 石强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纪友州、孙志伟、谭华军、黄煜翔、祖广豹 沈跃、徐占东 

B 田间行走机器人 周子淳、王刚、苏辉、刘海华 陈前 

B 田间喷雾车 李烨、曹梦杰、盛鹏龙、汤玲玉 张华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竞技 于伟、张迪、曹胜男、毛广阳、雷朝鹏 贾卫东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刘伟、费卫征、常航、马国鑫、刘嘉欣 胡建平 

B 林业智能化对靶喷雾机器人 朱鹏、崔亚飞、王杰、王克斌、殷程凯 陈青、张慧春、贾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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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付涵、刘莉、谢曹宇 王玲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竞技 黄尔齐、李奇生、梁芯瑜 罗慧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徐茜、胡海阳、顾存昕、张佳菲、赵卓然 代德建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张启航、徐伟、冯凯月 戴芳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冯晓宇、赵晓东、刘潇、郭家兴、郭飞鹰 李海军、许驭 

B 农业自动化喷洒机器人 张葛、马玉林、徐洪贺、郭旭军、张博远 宫金良、张彦斐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解春季、刘培伟、宣俊杰、李克涛、张玉洁 耿端阳 

B 自动对靶喷药机器人 于晨曦、任强、董旭、解鸿儒 杜娟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肖康、齐效汉、袁铭、董春霞 贾伟宽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刘岗微、李盛晨、黄敬辉、孙潇伟、张雷 印祥 

B 农业自动喷雾对靶机器人 张建浩、王一峰、郎哲、袁威、牟龙超 王冉冉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陈化兴、武晓霞、赵一宇、曹明辉、刘作训 宋健、王长春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杨陆强、蒋大江、王春尧 张永华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陈钊、张冰、黄景威 时玲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竞技 徐伟诚、谯睿、顼文佳 张艳诚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高彦玉、胡新宇、张良、董文杰 杨彦鑫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仲广远、邹义江、陈重远 赵玉清 

B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武艳平、刘鹏 张春、唐明 

C 基于胎压差量法的圆捆机草捆重量监控装置 王杰、马晓晴、王敏敏、胡小翠、曹玮鑫 周平 

C 智能落地式铺卷保温被装置 宗成骥、展正朋、杨建涛、邓闯、张琦琦 刘伟伟 

C 智能自反馈调节系统的步进式双面齿带纵向送秧装置 陈志伟、林炳宏、张宁、谢艺鑫、张铭耀 陈学永、吴东昇 

C 谷物含水率在线无损测量装置 董森、徐宝聪、石文强 张福军、梁春英 

C 农产品智能化包装设备 崔磊、贾鹏飞、许立强、宋昊罡、杜天浩 黄丙申 

C 大蒜定向种植器 李元劼、韩啸松、高会超、李亮 张金波 

C 智能驱鸟器 王路遥、闫旭、杜健、程傲、靳文婷 葛宜元 

C 装载量检测装置 黄尔齐、李奇生、梁芯瑜 孙玉文 

C 基于 stm32 的北斗定位系统及 ECU 在线诊断系统 徐茜、顾存昕、张佳菲、胡海阳、殷越 张澄宇 

C 陆空两栖型温室微环境巡检机器人 卓越、付航、王志武、郭凯敏、封赟昊 王长春、解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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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 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高校名称 指导教师 作品编号 项目名称 参赛学生 获奖等级 

安徽农业大学 陈迎春、陈黎卿 0201AY250 履带自走式智能热雾机 朱存玺、王韦韦、解彬彬、吴荣、王传亮 特等奖 

中国农业大学 郑永军、谭彧 0202AB285 互联网加的小型鲜米加工智能终端 张通、李卓明、郭缘、王勃蒙、李景行 特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叶大鹏、姜红 0204AB076 多片锯木板智能分选整理系统 林超然、项志承、陈雪芳、徐文宏、邱博翔 特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魏萱、谢立敏 0204B103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辜诚杰、林辉煌、陆麟麟、缪树峰、王明华 特等奖 

华南农业大学 王在满、可欣荣 0205AB180 一种智能化的水稻精量穴直播机 陈思鹏、陈子贯、周靖康、黄逸春、杨基文 特等奖 

华南农业大学 贾瑞昌 0205AB185 便携式智能环保打顶机 张镜权、赵伟伟、刘晓霞、张亦伦、黄进杰 特等奖 

东北农业大学 权龙哲 0211AB291 基于视觉技术的大豆种子球表智能监测与自动选别系统 张天宇、陈鑫、邓华枢、孙笠然、徐志彤 特等奖 

华中农业大学 林卫国、徐胜勇 0214AB298 智能坚果分拣装置——以板栗为例 田浩、孔滕阳、底瑛栋、崔航浩、李志奇 特等奖 

华中农业大学 刘浩蓬 0214B346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陈文峰、张宏伟、章宏易、张登、李东臣 特等奖 

华中农业大学 李路 0214B369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白洋、李永泽、王俊泉、郦志浩、马骁 特等奖 

江苏大学 韩绿化 0218AB229 穴盘苗移栽气力自适应顶钵松脱装置 叶梦蝶、翟晓南、张飞、赵慧敏、刘江波 特等奖 

江苏大学 刘继展 0218AB319 高架栽培配套草莓苗全自动移栽机 李男、高杨、周昕、居锦、李茂 特等奖 

江苏大学 刘慧 0218AY257 智能变量喷雾机器人控制系统 高彬、刘加林、刘琳、张炳南、朱嘉慧 特等奖 

沈阳农业大学 白雪卫、何凤宇 0222C199 大蒜种植定向装置 张超、孙乃威、赵梦宇、梁云东、邵志江 特等奖 

山东农业大学 李法德、闫银发 0226C277 双介电参数式谷物含水率在线无损测量装置 宋华鲁、高天浩、陈超科、宿佃斌、张森彦 特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王东伟 0229AY382 多功能动力作业平台 刘晓东、苏鑫、毛天宇、张宁、蒋爽、胥南 特等奖 

塔里木大学 胡灿 0235AY064 一种机器视觉的自动调速落地红枣收获机 鲁兵、刘超吉、刘鹏、刘增煌 特等奖 

西南大学 张济龙、樊利 0240B053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李林安、李昕原、韦科、孙碧云 特等奖 

安徽农业大学 陈黎卿 0201AB233 远程遥控式智能喷药机器人 曹玮鑫、汪鹏、李东坤、张金砖、吴彦铮 一等奖 

安徽农业大学 周平 0201AB237 养殖场子母式人员通道智能消毒管理系统 侯学恒、裴雅静、晏亭 一等奖 

中国农业大学 仲崇山、孟繁佳 0202AB214 一种可应用于农间机械的均匀喷药智能控制装置 赵明伟、王敏骁 一等奖 

中国农业大学 王一、仲崇山 0202AB276 高压脉冲电场对植物营养液循环杀菌的装置 范喆、刘家润 一等奖 

中国农业大学 王新 0202AY283 带有主动稳定性控制功能的自走式果园升降作业平台 许苗、孙冬、王禹、潘越、严硕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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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董楸煌、邱荣斌 0204AB082 多规格全自动木板码垛机 陈哲、蓝兆伟、李杰、林南靖、方泽超 一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何金成、张亚峰 0204AB088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烟粉虱诱集监测装置 范玉磊、彭小燕、熊进涛、胡姣 一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何金成、梁诗华 0204AB089 自适应精准鲜莲子智能剥壳机设备 林毅鑫、张俊、范泽泽、邹剑霆、吴伟杰 一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叶大鹏 0204B094 果园施药机器人 谢艺鑫、张铭耀、李玲、张旭、林晗 一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方兵 0204B098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康伟强、苏赟、曾燕梅、林柄宏、陈赟杰 一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董楸煌、赵芳伟 0204B099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林铭益、陈志伟、王云城、杨龙辉、洪培瑶 一等奖 

福建农林大学 黄文城 0204B104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李哲宇、郑建梅、傅荣达、程千晟、郑蓉君 一等奖 

华南农业大学 梁莉、张铁民 0205AB134 基于 CCD 的节能型猪场自动清粪机 梁国明、伍权春、陈星、刘子阳、卫炳霖 一等奖 

华南农业大学 吕恩利、王昱 0205AY366 农资仓储智能叉车平台 赵俊宏、王飞仁、林小娟、韦鉴峰、阮清松 一等奖 

华南农业大学 贾瑞昌 0205B138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竞技 李嘉晋、曹拯、雷会深、方奕、梁建威 一等奖 

河南科技大学 王俊 0207AB394 适用于多种穴盘钵苗移栽的智能机械手 杜壮壮、谢国旺、苏鹏、薛金丹、张彬 一等奖 

河南农业大学 余泳昌、李保谦、李祥付 0208AY385 全智能喷洒、喷药机 汤亚东、吕风朝、马帅超、杨晨、段红艳 一等奖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新凯、李延频 0209AB178 “阳光水利”农田灌溉及供水系统 赵梦晌、刘攀、张天宇、吴兆磊、伍心 一等奖 

东北农业大学 刘冬梅 0211AB204 智能农田地形信息自动监测系统 唐金科、李晋、张宝鹏、汪雨晴 一等奖 

东北农业大学 刘立意 0211AB332 电动式指夹排种器 封纪港、李贵宾、刘亚儒、夏希林、徐源 一等奖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万霖 0212AY299 智能气相旋转管壳式换热机组 刁显琪、李海龙、唐政林、陈竹筠、唐婧 一等奖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谭峰 0212AY300 植保无人机精量喷雾控制系统 廉琦、薛龄季轩、谷沛尚、刘亚光、兰珊 一等奖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王熙、庄卫东 0212AY317 水田复式整地机自动调平控制系统研发 于志成、白钰、吉辉利、刘洪利 一等奖 

佳木斯大学 姜永成 0213C152 圆捆打捆机智能控制系统 洪宇轩、孟庆祥、李建军、邹君、杨阳 一等奖 

华中农业大学 陈红、鲍秀兰 0214AB153 苹果发泡网套包装机 白旭、韩方方、文磊、李建宁、周雄飞 一等奖 

华中农业大学 丁幼春 0214AB401 池塘养殖船手机 APP 检测自动导航系统 李井露、孙尧、阮涛、郑朝霞 一等奖 

华中农业大学 宗望远 0214B337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王书博、何璇、童希、李志奇、蔡澄汉 一等奖 

华中农业大学 徐胜勇、卫佳 0214B345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杨振宇、陈娟、许卓群、王金铭、胡振国 一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向阳 0215AY168 智能移动式植保无人机服务站 曾勇、廖勇、陈益千、林洁雯、于海潮 一等奖 

吉林农业大学 付大平 0217AB172 智能喷药机 闻七男、赵蒙蒙、张永德 一等奖 

江苏大学 徐雷钧 0218AB358 草莓园实时监控数据采集车 燕向德、魏迪、刘文学、韩静、白冬阳 一等奖 

江苏大学 袁浩 0218AY209 白芹高效壅土装备研发 靳伟、缪福福、李政、刘晓霞、薛珂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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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 毛罕平 0218B353 Courager 邢高勇、苏光灿、杨铖、张凯旋、睢旸 一等奖 

江苏大学 刘慧 0218B374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徐舒其、李静、卢栋、许昊 一等奖 

江苏大学 沈跃、徐占东 0218C336 农机车载摄像头图像识别 田杨鹏、罗壹航、晏涛、黄杰、徐先宝 一等奖 

江苏大学 何志霞、徐志祥 0218C376 利用可降解薄膜实现纵向等距送秧的插秧机送秧机构研究 徐贵生、孙申鑫、陈舟、冯欢、郭鹏明 一等奖 

南京农业大学 邱威 0220AB111 果园多通道红外对靶风送雾化器设计 吴永栓、程欣、陈海婷、吴梦阳、洒西静 一等奖 

南京农业大学 卢伟 0220AY110 便携式稻种发芽率检测仪 梁芯瑜、李奇生、黄尔齐、王新宇、王家鹏 一等奖 

沈阳农业大学 陈春玲、罗岩 0222AY102 基于无线远程控制技术的循迹农药自动喷洒作业车 金彦、冯帅、白宇、李赫、张家彬 一等奖 

沈阳农业大学 田有文、苗腾 0222AY122 基于机器视觉的苹果智能检测分级系统 石瑞瑶、赖兴涛、张安康、张耀辉、李顺心 一等奖 

山东理工大学 王相友、李学强 0225AY225 马铃薯智能入库堆垛系统 孙景彬、李栋、许英超 一等奖 

山东农业大学 刘平 0226AB242 智能棚架式鲜食葡萄采摘分级一体机 张同星、成杰、王复涛、刘兴隆、刘斌 一等奖 

山东农业大学 苑进 0226AY211 爬树修枝机器人 辛振波、田丰硕、陈宝林、郝明 一等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史颖刚、刘利 0231AB148 智能温室喷药机器人 张津阳、王帅、赵建东、崔振权、孙意凡 一等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石复习 0231AB157 油白菜打捆去根机 李涛、张凯、任振华、苏鹏飞 一等奖 

四川农业大学 漆向军 0233AB127 草莓立体栽培设施的研究与创新 王润、王庭钰、管陆双、张进 一等奖 

四川农业大学 伍志军 0233AY284 丘陵地区无人机悬挂式水稻螺旋直播机 周龙、李蒙良、苟青山、张刘炜、吴竟竟 一等奖 

石河子大学 曹卫彬、刘娇娣 0234AY335 基于电气伺服控制的穴盘苗自动移栽机 杨萌、孙胃岭、唐海洋、马锐、赵宏政 一等奖 

新疆农业大学 韩长杰 0236AY144 红花花丝采收装置 夏广宝、杨文奇、郭彦克、徐阳、刘希光 一等奖 

西南大学 蒋猛、张建军 0240AY312 小蚕共育自动饲养机 康康、邓兵、汤自强 一等奖 

西南大学 蒋猛 0240B032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胡杰、田威 一等奖 

西南大学 何培祥 0240B059 果园自动对靶施药机器人 任益伟、杨如兵、刘俊灵 一等奖 

西南大学 蒋猛、邹显春 0240C226 农机管理 APP 冯麟稀、卢仕进、徐永健 一等奖 

 


